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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玉福《八步沙》：

为三代治沙人树碑立传
□唐达天

八步沙是一个真实的地名，地处甘肃省古浪县。八

步沙，六老汉，三代人，他们的治沙事迹早已通过各大

媒体名扬天下，2019年3月，又被中宣部授予治沙造林

先进群体“时代楷模”称号，成了全社会学习的榜样。

2019年8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时，专程到

八步沙林场看望了守候在那里的治沙英模们。

陈玉福是如何将这个真实的故事写成小说的？是

如何处理好虚构和非虚构之间的关系，把长达半个世

纪的生活写得引人入胜还不成为流水账？我带着这样

的疑问看完《八步沙》后，欣喜地发现，陈玉福的叙述角

度选取得很巧妙，从第三代治沙人“我”为切入点，以

“我”的视角，囊括六老汉、三代人，半个世纪的生活。小

切口、大情怀，收放自如、行文自然、一气呵成，读来畅

快淋漓。第一人称的叙事优势很明显，叙事者往往以

“我”为中心，写“我”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这样能给

读者带来阅读上的亲切感。当然，这种叙事形式也有明

显的劣势，往往是“我”看不到听不到的东西，很难表

现，无法像第三人称全知视角那样挥洒自如。然而，陈

玉福却克服了这一点，打破了以往的第一人称叙事模

式，“我”既是人物活动场景中的亲历者，又可以反转到

另一个场景成为全知全能者。这样的叙事方式，意大利

作家威尔吉利奥的长篇小说《那不勒斯的萤火》曾用

过。陈玉福正是娴熟地运用了这一叙事方式，才把小说

写得既灵活又不逼仄，达到了非常好的叙事效果。

《八步沙》以治沙造林为主线，写出了我爷爷、我爹

和我，三代治沙人的情怀和心路历程。当沙漠以每年15

米的速度侵蚀着村庄时，六老汉为了守护家园，为了生

存，签订了八步沙的终生守护合同。爷爷是六老汉之

首，担任第一任场长。在荒漠中植树难乎其难，每一棵树

的成长，都离不开他们勤劳的汗水，几十年过去了，风沙

染绿了八步沙，也染白了六老汉的头发，八步沙虽然大

变了样，但是，那仅仅是林场的一个雏形，要想形成规

模，产生经济效益，还需要进一步努力，历史的责任责无

旁贷地落到了第二代治沙人我爹高山这些人的身上。

我爹本来在供销社上班，他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干，

辞职来到了八步沙林场。他的举动，不仅村里的人不理

解，说他是疯子，我的母亲也接受不了。其实我爹并不

是疯子，在林场干了几年后，他又遇到了一次可以改变

他命运的机遇，省城兰州开办公司的林叔叔想挖我爹

过去给他当副总，我爹为了我的母亲和我们下一代，想

辞去林场的工作，准备去省城。就在林叔叔下了聘书

的当晚，发生了1993年的“5·5”沙尘暴，我舅家的孩

子小宝放学归来时，被沙尘暴卷跑了，后来在水渠发现

他时，他已经离开了人世。这一事件对我爹的打击很

大，为了保住村子不被风沙湮埋，他放弃了去省城的机

会，发出了“八步沙不绿，我哪里都不去”的誓言，毅然

决然地回到了八步沙林场。我爹这一代人，面临的困难

丝毫不亚于我爷爷那一代，他们想的不光是治理好荒

漠，更重要的还要向沙漠要财富。我爹是二代治沙人中

文化程度最高的一个，接替老场长的职务后，他们又向

沙漠发起了新一轮进军，一方面在沙漠里扩大种树面

积，一方面积极创收，就在花棒刚刚带来经济效益时，困

难也接踵而来，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我爹他们咬紧牙

关渡过难关，成功地在沙漠里打出了机井，才把八步沙

林场救活了。一年又一年，300亩荒地变成了良田，7.5万

亩沙漠、1000万株树木长势喜人，其经济价值也在数千

万元以上。就在八步沙林场稳步发展之际，我爹又瞄准

了离八步沙林场不远的黑岗沙，那是吞噬村庄的另一

个通风口……我爹领导的八步沙林场虽然有钱了，但

他没有安于现状，他带着伙伴们又向新的沙漠发起了

冲锋……

在六老汉和二代治沙人的事迹感动下，有两名大

学生加入了治沙的行列之中，我辞去了乡镇副科级干

部的职务，也来到了八步沙。我的行为无疑重复了我爹

的当年，村人也叫我是疯子，说我们一家人都是疯子。

我的根早就扎在了八步沙，我的血液里流淌着爷爷和

父亲治沙的血液，我不能让我爷爷的努力、我爹的坚

守后继乏人。母亲的唉声叹气终没有阻止我的志向，

我和其他两位大学生一起成了第三代治沙人，我们把

新的管理理念、科学的栽培技术应用到了治沙造林

中，尽管我们的行为一时不被上一代治沙人所理解，

但是，经过实践，用机械化操作，代替了人工，提高了

效率，取得了实效后，他们还是认可了我们。我们用

GPS定位对沙漠进行电脑管理；通过在花棒上嫁接，

让肉苁蓉增加了产量……不仅如此，我们还创办了养

殖场、沙棘厂、枸杞采摘园和沙生药材厂……成立这

些公司后，不仅更好地保护了八步沙的植被，还带来了

良好的经济效益。成绩面前，我们像父辈们一样并没有

满足现状，我们又瞄准了治沙造林的第三战场——甘

蒙边界的沙漠。我们向林业局递上了申请，准备到那里

治沙造林，我爹很高兴，也加入到了我们年轻人的行列

之中，向新的征途进军。

毫无疑问，《八步沙》是一部充满激情又具有艺术感

染力的作品，其可贵之处还不止于此，作品对三代治沙

人的描述很有层次感，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疆场，

有自己的梦想与追求，“我爷爷那一代，为的只是守住庄

稼地有吃有喝；我爹那一代，为的是坚守和完成爷爷他

们不曾达到的目标，为儿孙留下一方没有沙尘的晴空，

接下来才是创收；我们这一代，不光用高科技来治沙造

林，还把创收当成了我们不断前进努力奋斗的催化剂。”

三代人所处的年代不同，他们的梦想与追求也不同，他

们三代人的关系既是传承又是超越，传承是指上一代人

对下一代人精神传承；超越是指下一代人对上一代人思

想观念上的超越，第二代对第一代如此，第三代对第二

代亦是如此，每一代人和上一代人之间总有观念上的冲

撞，而每一次的冲撞，又是一个质的飞跃，这是否定之否

定的辩证关系，也正好呈现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尤其是

新一代大学生的到来，给八步沙带来了新的生机，高科

技的应用，宏伟蓝图的构想，令人耳目一新，也令人振

奋。我不知道这是生活的真实还是艺术的真实，但是，我

能感觉出来，这或许就是作者的有意为之，他想用文学

的形式，不仅记录这个时代，还要引领生活。

文学作品最可贵的是真诚，作家的真诚其实就是

作品人物的真诚，来不得半点的虚假，如果作品中人物

的内在行为违背了正常的思维逻辑，就会让人一下觉

得不舒服，失去了阅读下去的耐心。我在《八步沙》中，

看到了作家的真诚，也看到了人物的真诚。我爹曾经放

弃供销社的工作来到八步沙，几十年后，我放弃副科级

干部的身份回到八步沙，这都是常人做不出来的，也是

无法理解的，所以，在别人的眼里我们都是疯子，“我们

一家人都是疯子”。但是，仅仅是一个“疯子”不能作为

人物转折的合理借口，作家必须要为他的人物找到内

在的合理性，否则，人物就会变成概念化的人物，更会

大伤小说的元气。陈玉福自是明白这个道理，他将结果

前置，然后再层层深入，从人物的两难选择中找到转变

的合理性，从他们的思想动因、行为逻辑中深刻挖掘出

了三代治沙人的情怀，这让人物有了厚度，也有了深度

和高度。

八步沙，六老汉，三代人，虽然每一代人的生活环

境各有不同，文化程度和认知水平不同，但有一点是

相同的，那就是绿化荒漠，守护家园，创造美好的明

天。他们深知，只要努力奋斗，沙漠也会变成青山绿

水，而“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他们在严酷的自然

环境中生成的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毅力，形成的不屈

服不认输敢于征服荒漠建设美好家园的精神，既是武

威精神、甘肃精神、西部精神，更是我们新时代的中国

精神。

徐小雅《少女与泰坦尼克》：

肉身困扰肉身困扰、、关系书写关系书写
与人性的深度开掘与人性的深度开掘

□刘小波

徐小雅的《少女与泰坦尼克》收录了11个中短篇小

说，每篇小说都涉及一个生活的横截面，每个小说都有

生活的失意者，11个故事构成了生活众生相。作品着重

书写了肉身带给每位个体的困扰，继续书写“沉重的肉

身”这一古老的话题。同时，小说集中的每篇小说都在探

寻一种关系：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兄妹之间的、夫妻之间

的，陌生人之间的、仇人之间的……通过这些关系的描

摹小说深入人性的开掘，写出了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伦

理。小说书写对象从花季少女到成年女性世界，再到所

有的人，徐小雅也由此展现出一种写作的蜕变和转型。

在小说《少女与泰坦尼克》中，女主人公温莹莹首先

遭遇到的问题就是身体肥胖所带来的困扰。在徐小雅的

笔下，很多人物都无法把控自己的身体，肉身带来的是

沉重的负担，徐小雅还写出了一种普遍的肉体的累赘

感，身体与灵魂的孤独感，肉身的困扰伴随着每一位个

体。《拔牙》中是疼痛的牙齿，《拯救乳房》中是患病的乳

房，《带我去山顶》是肉身的欲望带来的困扰。此外，女性

对身体的无力把握还有一个最大的方面，就是生育问

题，如《阿兰》《无言的山丘》《饲鼠》等小说。

从少女、成年女性，再扩展至所有人，肉身似乎都是

累赘。身体成为了一切罪恶与烦恼的源头，沉重的肉身

这一命题再度被演绎。很多人由身体的困扰演变为心理

的畸形，肉体畸形发展到心理畸形，《少女与泰坦尼克》

中，温莹莹的爱情失败在某种意义上是自己对自己身体

的认知不自信导致的。在外界都持怀疑态度的时候，她

自己也动摇了，也正是自己的怀疑态度赶走了异性。《阿

兰》中宋佳的流产让她背负沉重的负担，对做母亲的极

度渴望导致她心理的畸形，而丈夫在这样的压力之下也

无法正常生活。到最后，其实都是自己过不了自己那一

关，可见肉身给个体带来的戕害有多深。徐小雅通过书

写肉身困扰来一步步拓展人性书写的主题。

徐小雅的小说也在探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集中在

对亲情关系的描摹中。《门》书写的是一种母女关系。女儿

因意外来到世上，母亲因此耿耿于怀，母亲将自己的不幸

人生归结为女儿的出生，母女关系也变得僵硬。《因父之

名》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作品，通过杀人这一极端事件写

出了极其残酷的父女关系。亲生女儿结婚后被丈夫杀害，

做父亲的将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认为是自己的教育

出了问题，并将此负担一直背负着，无法再过正常的生

活，也因此萌生复仇的念头。而社区派来的年轻保姆唤

起了自己做父亲的感觉，在矛盾冲突中将女保姆当成自

己的女儿，爱之深、恨之切，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

夫妻关系也是一种较为特别的关系，徐小雅对此也

有涉及。《百年好合》集中在婚姻关系的书写上，为了下

一代而忍受无爱的婚姻成为常态。一代又一代，忍耐成

为维系婚姻的惟一纽带，表面的夫妻关系也成为了外人

眼中的百年好合。中国式婚姻因为夹杂着太多的外部因

素而不仅仅是一种爱情关系，更是一种家庭伦理。《阿

兰》《无言的山丘》等小说也是书写夫妻关系。通过这些

徐小雅写出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与隔膜，而更为残酷的

地方在于，她的写作集中在探讨亲人之间的伦理关系，

这些疏离与隔膜普遍存在于亲人之间，父母与子女之

间，夫妻之间，等等。亲人尚且如此，遑论其他人了。

在文本层面和作家风格上，徐小雅展现出一种南方

书写的特性，燠热而潮湿的生存环境，人与人之间仿佛

也时刻笼罩着一层梅雨。在她笔下，天气成为人物心绪

重要的表征，高温的天气、不散的乌云、终日不停的雨

等成为小说的常态。这些灰色的书写体现出青春写作

的蜕变。在很多小说的结尾作家多次写到和解与释怀，

但是简短的几句话并不能改变小说整体的行为基调，

且不乏理想化的表达。总的来说，徐小雅的书写以冷色

调为主，小说揭示了众生相，虽然未免太过悲观，却揭示

出了生活较为残酷的那一面。她谈论的都是沉重却又必

要的话题。

徐小雅的叙事节制简练，不回避生活的残酷与绝

望。小说是对人性的深度开掘，写的都是寻常的百姓家

事，都是一地鸡毛的琐碎事，但是这些琐碎一步步把人

逼向绝境。揭示残酷并不只会把人引向绝望，更能引起

警觉，提醒我们选择究竟该去过一种怎样的生活，很多

时候，有选择，但是没有决断，导致人生走向另外的轨

道。这些题材的选择显示出她的书写是一种及物的、接

地气的、接近生活本真的书写。而且现实书写的背后，更

多的还是一种精神世界的刻画。关注人的生存困境，直

抵生活的内里，尤其是社会现实问题的介入，让文本有

一种厚重感和沉重感。最终，对现实的介入和人性的深

度开掘，让青年写作一步步走向成熟。

好的作品往往具有“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李新

勇的短篇小说《认祖归宗》（刊于《红豆》2020年第

一期“主编荐读”栏目）就有这种效果。这篇一万多

字的小说就情节而言并不复杂，讲述归国华侨熊老

先生在作家“我”以及一干人的善意忽悠下“误认他

乡作故乡”的故事。尽管是欺骗行为，“我”却毫无

内疚之感，因为熊老先生的心满意足表明他的乡愁

已经找到了最佳的释放。尽管老人找到的并不是

他出生的确切村落，但这块土地及其文化气息确实

与他息息相通，他在这里寻求到了精神的归宿之

地，这才是最重要的。《认祖归宗》轻松笑噱的叙述

背后，有深意存焉。小说试图启发我们，在全球化

时代，故乡日渐遥远，但故土的民间伦理、文化精神

始终是我们立身处世不能丢弃的东西；寻根问祖，

并不一定就局限在修族谱、建祠堂等外在形式上，

而是要审视、追溯我们的精神血脉，认真思考传统

德行、风尚的传承，真正寻找到我们精神的“根”。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特殊的关注焦点与着迷点，

从2012年的中短篇小说集《丽日红尘》到2016年

长篇小说《风乐桃花》再到近年来的创作，对民间伦

理问题的持续思考贯穿了“70后”作家李新勇的主

要作品。他此前的作品在主题上往往涉及乡土的

荒凉与人心的蜕变，但始终坚持认为优秀的传统民

间伦理可以拯救当下的道德困境。《认祖归宗》无疑

也是作者这一叙述脉络上的最新成果。

《认祖归宗》里的主人公熊老先生七八岁时跟

他爹出去讨饭，后来当了华工，远涉重洋。等到白

发苍苍想要寻找故乡时，他只记得自己出生的省和

县，具体的村落就记不清了。熊老先生的遭遇其实

很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叙述

者“我”以及“我”所隐射的现实中的作者，都是异乡

的漂泊者。在现代化高歌猛进的时代，无数人群从

乡村涌向都市、异国，与故乡的距离日渐遥远。即

使没有像熊老先生那样记不清故乡的名字，但故乡

也已逐渐面目全非。在功利化、格式化的都市空间中，逐渐沦为高度理性化、

原子化的个人，逐渐疏离了与故土、与亲人、与家族的联系，人情也日渐淡

薄。上世纪90年代，人文学者就在惊呼“人文精神的失落”。人文精神的失落

无疑有着复杂、多重的社会、文化原因，但包括民间伦理精神在内的传统文化

的失落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在李新勇

看来，重新审视和发现民间伦理的价值，回归传统优秀伦理、寻求安身立命之

道是解决当代人精神症候的一条可行之道，也是他一直在文学书写中反复探

讨的命题。敬宗收族、认祖归宗，也是传统民间伦理的重要内容。祭奠祖宗，

缅怀先人，因为与传统宗法制度、家族文化的关系，曾被视为封建迷信，但如

今越来越成为中华孝道之一部分，感念先祖的好，活着的人才会自觉不自觉

地给后世子孙做好表率，以便将来后世子孙有理由来缅怀。熊老先生之所以

不远万里回来认祖归宗，表面上的原因是为了确认自己的出生地、纾解自己

的乡愁，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为了寻找到自己精神上和文化上的根。众所周

知，人是不能没有身份而存在的。在全球化时代，人们往往具有多重复杂身

份。其中，民族文化身份是根植于人们内心、无法更改的。所以，熊老先生迫

切地想要回到故乡、在祖宗面前磕头，就是要重新确认自己与故土文化的亲

密关系，确认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回归文化共同体。

正是因为认识到这一点，小说中的作家“我”才没有拘泥于熊老先生的

具体出生地，而是根据当地文化的特征和时代特征，为老人构置了一个个少

年故事，使得老人少年时代的记忆纷纷找到落脚点，成功地无缝对接。对于

海外游子而言，认祖归宗最终要回归的是自己的精神血脉，回归到中华民族

的文化共同体中，也就是李新勇在创作谈中所说的，“乡情从来不是虚构的，

哪里有故土的气息，哪里有故土的品性，哪里有故土的文化和精神，哪里就是

故乡。对炎黄子孙而言，故乡的名字便是：中国。这是家，这是国，这是吾血

吾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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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罗广才，最初是从对一个资深诗歌编辑的

认识开始的，后来才知道他也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但

是对他的作品并没有系统地阅读过，直到读了这部

《罗广才诗选》。通过集中阅读这部诗集，在我眼前逐

渐产生了另一个罗广才的形象，或者说一个与作为诗

歌编辑的罗广才交织辉映的诗人形象。他真诚、旷

达、尖锐、深挚，是一个将诗歌融进自我生命，使其成

为一种存在方式的诗人。从整部诗集的内在结构和

精神气质上，可以窥见其精神肖像的多副面孔。

首先是时间的打捞者。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优

秀的诗人是借助词语在时间中废除时间的人。他通

过词语抵抗时间的暴力冲刷，进而打捞出经验与想象

的钻石。在第一章“光辉岁月”中，诗人借助那一个个

坚实、饱满、强悍的意象、词语为我们塑造出一个属于

诗人自己的精神雕像。在他凝固的时间雕像中，诗歌

在行走，“自行车 讲述着一个硬性的道理/把正，才有

通途/脚踏，才有实地/否则，一切/就像如今旧车市里

的单车/来路不明”（《关于自行车》）。正是通过这种

不断的行走与回望，诗人一次次矫正自己的人生车把

和精神来路。当一个诗人不断在时间的河流中往来

折返时，必然要面临这种打捞之痛。罗广才在诗中一

次次打捞着那些逝去的人、物、事，就是一次次朝向源

初之痛的回归，“回归 回归不被粉饰的使用哲学”

（《光辉岁月》）。回归炼炉里的钢铁之脆，回归心里的

根本之软。在这一阶段的诗中，罗广才似乎极度怀

念而且痴迷于那种来自钢铁的淬炼、锻造、冲压带来

的精神痛感，或者说亦是一种快感。《轮椅》《哥哥的

工厂》《司炉工老戴》《像外圆磨床一样生活》《锻压车

间的爱情》等这些诗作中，均是痛感与快感交织的打

捞体验。在这种复杂的经验的不断打捞中，诗人积

累着自己的精神和生存密度。打捞、锻压，然后火

光四溅，在时间的淬炼与浸泡

中，罗广才锻造出自己的精神光

芒，正如“日子像一枚浸在盐水

里的花生/脆了/也就渗透了味

道”（《轮椅》）。

其次是还乡者。对于一个

出走多年的中年诗人而言，故乡

所承载的也许不仅仅是一个诗

人曾经出生、生活的物质空间，

而且还是一种精神空间。在罗

广才的诗歌中，故乡更多的是一

种灵魂故乡，既包含着世俗意义

上的故乡，还可能表现为大地，

甚至生死。这种多元复合的精

神能量的灌注，使得罗广才诗歌

中的故乡成为一种精神原乡。

在“安放在故乡的灵魂”这一章

中，故乡呈现为多种形态。例如

在《为父亲烧纸》一诗中，“我”与父亲之间的个体经

验构成故乡的基础层面，更重要的是对代际关系、生

命伦理的深层体认。这就使得这首诗摆脱了一般意

义上悼亡诗的抒情性，而具有了对生命伦理的追问

与纵向打开，在这个意义上，诗人实现了另一层面的

还乡之旅。“黄泉路上/总有一种希望/前后燃烧”所

昭示的不是死亡的悼词，而是在对生死的参悟中对

灵魂故乡的抵达。《让一首诗告诉你后事如何》《为诗

人万家超送行》《悼洪涛》《悼卧夫》《有人说伊蕾还活

着》《死亡答卷》《纪念》等作品中，罗广才反复写到死

亡，但是分明又超出了单纯的对死亡的哀怜与恐惧，

而是在一种整体性观照中对生命的穿越，表面上是

生死的问题，实际上是对生死这一本体性的原乡的

哲学领悟。对生死的一次次重临，即是对精神原乡

的一次次抵达。所谓“记忆不再哀怨：是一只碗//空

着，像苍茫的原乡”，所提示的正是精神原乡的本体

性与基础性，正是这种空的状态，才承载了更多生命

的欢笑、泪水与芬芳。

再次是旅行者。作为一个活跃的诗歌编辑和诗

人，罗广才始终保持一种在路上的生存状态，成为一

个旅行者。这种旅行不仅仅体现在现实层面，诸如参

加各种诗歌活动，深度介入诗歌现场，而且具有内在

的诗性特征，或者说他不是一个混江湖的诗歌掮客，

而是将这种旅行纳入到自身生存秩序中的诗歌侠

客。这就决定了他在旅行中留下的那些诗篇，不是应

景式的即兴抒情，而是包含着内在的生活态度。他把

旅行的经验当做生活的一部分，而以极为真诚的态度

将其纳入到个体生存中。正是由于这种态度，罗广才

笔下的旅行就从现实层面的行旅，上升为一种个体生

命不断自我观照、成长与反思的形而上的生命过程。

最后是坦白者。不管是时间上的回忆，还是空

间上的还乡，又亦或是在不断地行走中领悟与实践

着个体的生命哲学，罗广才的诗歌中都存在着一个

鲜明的抒情主体“我”。“我”的持续在场使得罗广才

的诗具有鲜明的抒情特征。在“抒情”逐渐被丑化的

诗歌界，重新认识抒情意义重大。罗广才抒情价值

在于他的赤诚与坦白，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抒情才能

被接受，才能更大程度地发挥它的感染力和冲击

力。这种坦白，不讳言自我与生活的琐碎、丑恶和卑

微。罗广才的诗中经常流露出对生活粗俗一面的打

量与反思。正是在这种坦白中，诗人获得了进入生

活和自我经验内部的自由，他可以毫不讳言地说，

“我还是迷恋自己所拥有的/生活中的肤浅，甚至贪

婪”（《写在咖啡馆》）。甚至承认“我和黄河一样罩着

面纱/我和长城一样戴着假牙/我虚伪着嫦娥奔月的

传说/我真诚得像七小姐痴迷的牛郎”（《我必须向这

个世界坦白》）。当诗人懂得坦白是一个诗人的责任

和内在要求时，诗人就获得了一种精神的自由。诗

人的肖像才能逐渐清晰，得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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